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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凡本期交易或其他事項所產生之資產增加或負債減少等各種收

益或利得者，包括業務收入及業務外收入。已實現收入之數，

記入貸方。各科目貸方餘額，決（結）算時轉入「本期餘絀」。 

41 業務收入 凡銷售貨物，提供勞務、醫療、教學、進行投融資、出租資產

及權利或依法徵收等所獲得之收入皆屬之。 

4101 勞務收入 凡提供加工、營建、修造、輸儲收入等屬之。 

410101 加工收入 凡代客戶原料或產品加工製造後，交付加工品所獲得之收入屬

之。 

410102 服務收入 凡為客戶服務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103 演藝收入 凡提供各項演藝活動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104 年費收入 凡按年向會員收取之年費屬之。 

410105 講習（演）收入 凡提供講習或講演而收取之收入屬之。 

410106 營建收入 凡承建營建工程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107 修造收入 凡修繕或營造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108 輸儲收入 凡供應運輸之貨運、油運、軍運、航舶及倉儲收入等屬之。 

410109 通行費收入 凡各種車輛通行公路（橋樑、隧道、輪渡）所收取之收入屬之。 

410110 管理收入 凡提供管理服務所計收價金之收入屬之。 

410111 報名費收入 凡辦理各項考試報名費收入屬之。 

410112 客運收入 凡以運輸設備載運旅客之各項收入屬之。 

410198 其他勞務收入 凡不屬以上各項之勞務收入屬之。 

4102 銷貨收入 凡各種銷貨收入屬之。 

410201 印刷出版品銷貨收入 凡屬各類報紙、書刊、錄影帶、影片等發行、印刷及出版等收

入皆屬之。 

410202 印刷出版品銷貨退回及

折讓 

凡銷售印刷出版品遭退貨，及給予顧客折扣或讓價屬之。（本

科目係「410201 印刷出版品銷貨收入」之抵銷科目） 

410203 製成品銷貨收入 凡銷售製成品之收入屬之。 

410204 製成品銷貨退回及折讓 凡銷售製成品遭退貨，及給予顧客折扣或讓價屬之。（本科目

係「410203 製成品銷貨收入」之抵銷科目） 

410205 營建及加工品銷貨收入 凡銷售營建及加工品之收入屬之。 

410206 營建及加工品銷貨退回

及折讓 

凡銷售營建及加工品遭退貨，及給予顧客折扣或讓價屬之。（本

科目係「410205 營建及加工品銷貨收入」之抵銷科目） 

410207 農產品銷貨收入 凡銷售農林漁牧等農產品之收入屬之。 

410208 農產品銷貨退回及折讓 凡銷售農林漁牧等農產品遭退回，及給予顧客折扣或讓價屬

之。（本科目係「410207 農產品銷貨收入」之抵銷科目）  

410209 給水銷貨收入 凡供給用水之收入屬之。 

410210 給水銷貨折讓 凡供給用水而給予顧客折扣或讓價者屬之。（本科目係「410209

給水銷貨收入」之抵銷科目） 

410211 售電收入 凡銷售電力之收入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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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12 售電折讓 凡銷售電力而給予顧客折扣或讓價者屬之。（本科目係「410211

售電收入」之抵銷科目） 

410213 土石銷貨收入 凡銷售土石之收入屬之。 

410214 土石銷貨退回及折讓 凡銷售土石遭退回，及給予顧客折扣或讓價屬之。（本科目係

「410213 土石銷貨收入」之抵銷科目） 

410298 其他銷貨收入 凡不屬於以上之銷貨收入屬之。 

410299 其他銷貨退回及折讓 凡其他銷貨收入遭退回，及給予顧客之折扣或讓價屬之。（本

科目係「410298 其他銷貨收入」之抵銷科目） 

4103 教學收入 凡學雜費、建教合作及推廣教育等收入屬之。 

410301 學雜費收入 凡學校依規定收費標準向學生收取學雜費之收入屬之。 

410302 學雜費減免 凡給予學生學雜費之減免屬之。（本科目係「410301 學雜費收

入」之抵銷科目） 

410303 建教合作收入 凡為外界提供服務，如代為訓練、研究、設計等所獲得屬主要

業務之收入屬之。 

410304 推廣教育收入 凡設置推廣教育班，向學員所收取價款屬主要業務之收入屬之。 

4104 租金及權利金收入 凡出租土地、廠房等及提供權利之收入屬之。 

410401 投資性不動產收入 凡出租投資性不動產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402 土地租金收入 凡出租投資性不動產以外之土地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403 廠房租金收入 凡出租投資性不動產以外之廠房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404 客貨機租金收入 凡出租客貨機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405 住宅租金收入 凡出租投資性不動產以外之住宅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406 其他建築物租金收入 凡出租投資性不動產以外之其他建築物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407 權利金收入 凡提供權利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498 其他租金收入 凡不屬於以上之租金收入屬之。 

4105 投融資業務收入 凡從事投資及融資業務等收入屬之。 

410501 投資業務收入 凡投資金融資產、金融負債及採權益法認列之投資等評價所認

列之賸餘（份額）、處分之賸餘、減損迴轉賸餘，及由金融資

產、金融負債所獲得之股息紅利、利息收入等，應列入本期餘

絀者屬之。 

410502 融資業務收入 凡從事融資業務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503 兌換賸餘 凡因匯率變動所產生之收入屬之。 

410504 政策性開發不動產收入 凡開發、出租、處分政策性開發不動產之收入屬之。 

410505 手續費收入 凡代辦各項手續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506 存款利息收入 凡資金存放金融機構所獲得之利息收入屬之。 

410598 其他投融資業務收入 凡不屬於以上之投融資業務收入屬之。 

4106 醫療收入 凡提供病患門診、住院、保健、膳食等醫療所獲得之收入皆屬

之。 

410601 門診醫療收入 凡提供病患門診醫療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0602 住院醫療收入 凡提供病患住院醫療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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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603 衛生保健收入 凡衛生保健之收入屬之。 

410697 其他醫療收入 凡不屬於以上之醫療收入屬之。 

410698 醫療折讓 凡提供病患醫療服務之折扣與讓價屬之。 

410699 醫療優待免費 凡為病患提供醫療服務所給予之優待或免費屬之。 

4107 徵收收入 凡依法徵收、提撥等收入屬之。 

410701 徵收就業代金收入 凡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徵收未足額進用原住民之代金屬

之。 

410702 保育與回饋收入 凡依自來水法規定，徵收之水源保育與回饋費及水源特定區協

助地方建設費用等收入屬之。 

410703 溫泉取用費提撥收入 凡依溫泉法規定提撥之收入屬之。 

410704 耗水費收入 凡依水利法規定向用水超過一定水量之用水人所徵收之耗水費

收入屬之。 

410705 都市計畫變更回饋代金

收入 

凡依都市計畫法等規定，收取之回饋代金收入屬之。 

410706 停車空間代金收入 凡依建築法規定，徵收之建築物附設停車空間繳納代金收入屬之。 

4108 保險收入 凡辦理保險業務所獲保費收入及收回提存之各項準備屬之。 

410801 保費收入 凡辦理保險業務所獲保費收入屬之。 

410802 收回責任準備 凡辦理保險業務收回提存之責任準備屬之。 

410803 收回安全準備 凡辦理保險業務收回提存之安全準備屬之。 

4198 其他業務收入 凡不屬於以上業務收入者屬之。 

419801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凡政府補助學校經常支出之收入屬之。 

419802 臨床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凡政府補助各醫院臨床教學與研究經費之收入屬之。 

419803 考選業務補助收入 凡政府補助考選業務經費之收入屬之。 

419804 社教機構發展補助收入 凡政府補助社教機構經常支出之收入屬之。 

419805 文化機構發展補助收入 凡政府補助文化機構經常支出之收入屬之。 

419810 其他補助收入 凡不屬於以上補助之收入屬之。 

419811 汽燃費收入 凡由交通部統籌分配之汽車燃料使用費收入屬之。 

419812 休閒服務收入 凡提供休閒場所設施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19813 依法分配收入 凡依法及自治條例分配之收入屬之。 

419814 處分投資性不動產賸餘 凡處分投資性不動產所獲得之賸餘屬之。 

419815 當期原始認列農產品之

賸餘 

凡以農產品銷售為主要業務，自生物資產收成之農林漁牧等農

產品，以收成點之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所產生之賸餘屬之。 

419898 雜項業務收入 凡不屬於以上其他業務收入屬之。 

42 業務外收入 凡正常業務範圍以外之各項收入皆屬之。 

4201 財務收入 凡投資與融資之利息收入、投資賸餘及兌換賸餘等屬之。 

420101 利息收入 凡非以投融資為主要業務，其各種存款、貸出款項及投資金融

資產所產生之利息收入屬之。 

420102 投資賸餘 凡非以投融資為主要業務，其投資金融資產、金融負債及採權

益法之投資等評價所認列之賸餘（份額）、處分之賸餘、減損



作業基金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收支餘絀表科目 

第 4 頁，共 7 頁 

編號 名稱 定義 

迴轉賸餘，及由金融資產、金融負債所獲配之股息紅利等，應

列入本期餘絀者屬之。 

420103 兌換賸餘 凡外幣資產或負債因匯率變動實際兌換或評價之賸餘屬之。 

4202 其他業務外收入 凡非正常業務之其他收入屬之。 

420201 財產交易賸餘 凡出售、被徵收或交換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性不動產、礦

產資源、生物資產及無形資產所獲得賸餘屬之。 

420202 投資性不動產收入 凡非以從事出租投資性不動產為主要業務，其出租投資性不動

產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20203 租賃收入 凡出租非主要業務資產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20204 資產使用及權利金收入 凡提供宿舍、停車場地、活動場所或設備儀器使（借）用等，

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20205 受託經營賸餘 凡受託經營所認列之賸餘屬之。 

420206 資產高估整理 凡帳載應付購料款大於實際價款轉正者屬之。 

420207 違規罰款收入 凡未依法律、契約、其他規定履約所收取或分配之懲罰性收入

屬之。 

420208 廣告收入 凡從事廣告活動之收入屬之。 

420209 代理收入 凡從事代理活動所獲得之收入屬之。 

420210 受贈收入 凡接受贈與現金或其他財物均屬之。 

420211 賠（補）償收入 凡資產或權益受損所獲理賠超過帳面價值部分之收入屬之。 

420212 收回呆帳 凡收回已沖銷之催索債權屬之。 

420213 依法分配收入 凡依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例規定所獲配之收入屬之。 

420214 當期原始認列農產品之

賸餘 

凡非以農產品銷售為主要業務，自生物資產收成之農林漁牧等

農產品，以收成點之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所產生之賸餘屬之。 

420298 雜項收入 凡非屬以上其他業務外收入屬之。 

5 成本與費用 凡本期交易或其他事項所產生之資產減少或負債增加等各種費

用或短絀者，包括業務成本與費用及業務外費用。發生之數，

記入借方。各科目借方餘額，決（結）算時轉入「本期餘絀」。 

51 業務成本與費用 凡本期因正常業務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與費用屬之。 

5101 勞務成本 凡供應勞務之營建、修造、加工及服務費用等屬之。 

510101 加工成本 凡代客戶從事原料或產品加工製造所耗用之人工、費用等一切

必要成本屬之。 

510102 服務成本 凡為客戶提供服務所耗用之材料、人工及費用等一切必要成本

屬之。 

510103 演藝成本 凡為獲得演藝收入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屬之。 

510105 講習（演）成本 凡為獲得講習（演）收入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屬之。 

510106 營建成本 凡承建營造工程所耗用之材料、人工及費用等一切必要成本屬

之。 

510107 修造成本 凡為獲得修造收入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屬之。 

510108 輸儲成本 凡為獲得輸儲收入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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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09 維護成本 凡為獲得通行費收入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屬之。 

510110 管理成本 凡為獲得管理收入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屬之。 

510111 試務成本 凡辦理各項考試所發生之必要成本屬之。 

510112 客運成本 凡為獲得客運收入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屬之。 

510198 其他勞務成本 凡不屬於以上之勞務成本屬之。 

5102 銷貨成本 凡銷售貨物之直接及間接生產費用等屬之。 

510201 印刷出版品銷貨成本 凡銷售印刷出版品直接及間接生產費用等屬之。 

510203 製成品銷貨成本 凡銷售製成品直接及間接生產費用等屬之。 

510205 營建及加工品銷貨成本 凡銷售營建及加工品直接及間接生產費用等屬之。 

510207 農產品銷貨成本 凡銷售農林漁牧等農產品直接及間接生產費用等屬之。 

510209 給水銷貨成本 凡銷售給水直接及間接生產費用等屬之。 

510211 售電成本 凡銷售電力直接及間接生產費用等屬之。 

510213 土石銷貨成本 凡銷售土石所發生一切必要成本屬之。 

510297 少（多）分配製造費用 凡依標準成本分配製造費用之少（多）分配差額屬之。 

510298 其他銷貨成本 凡不屬於以上生產費用屬之。 

5103 教學成本 凡教學研究、建教合作、推廣教育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屬之。 

510301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凡為教學研究及訓輔費用所發生一切必要成本皆屬之。 

510303 建教合作成本 凡為外界提供服務，如代為訓練、研究、設計等所支付一切必

要成本屬之。 

510304 推廣教育成本 凡設有推廣教育班所支付之各項成本皆屬之。 

5104 出租資產成本 凡出租土地、廠房等及提供權利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屬之。 

510401 投資性不動產成本 凡為獲得出租投資性不動產收入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屬之。 

510402 出租土地成本 凡為獲得出租投資性不動產以外之土地收入所發生之一切必要

成本屬之。 

510403 出租廠房成本 凡為獲得出租投資性不動產以外之廠房收入所發生之一切必要

成本屬之。 

510404 出租客貨機成本 凡為獲得出租客貨機收入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屬之。 

510405 出租住宅成本 凡為獲得出租投資性不動產以外之住宅收入所發生之一切必要

成本屬之。 

510406 出租其他建築物成本 凡為獲得出租投資性不動產以外之其他建築物收入所發生之一

切必要成本屬之。 

510498 其他出租成本 凡不屬於以上出租資產成本屬之。 

5105 投融資業務成本 凡從事投資及融資業務等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屬之。 

510501 投資業務成本 凡為獲得投資業務收入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屬之。 

510502 融資業務成本 凡為獲得融資業務收入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屬之。 

510503 兌換短絀 凡外幣資產或負債因匯率變動實際兌換或評價之短絀屬之。 

510504 政策性開發不動產成本 凡為獲得開發、出租、處分政策性開發不動產收入所發生之一

切必要成本屬之。 

510505 手續費成本 凡為獲得代辦各項手續收入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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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598 其他投融資業務成本 凡不屬於以上之投融資成本屬之。 

5106 醫療成本 凡提供病患門診、住院、保健、膳食等醫療所發生之成本皆屬

之。 

510601 門診醫療成本 凡提供病患門診醫療所發生之成本屬之。 

510602 住院醫療成本 凡提供病患住院醫療所發生之成本屬之。 

510603 衛生保健成本 凡提供衛生保健所發生之成本屬之。 

510697 其他醫療成本 凡不屬於以上之醫療成本屬之。 

5108 保險成本 凡辦理保險業務所發生之保險給付、提存各項準備及提列之呆

帳等屬之。 

510801 保險給付 凡辦理保險業務所發生之保險給付屬之。 

510802 提存責任準備 凡辦理保險業務提存之責任準備屬之。 

510803 提存安全準備 凡辦理保險業務提存之安全準備屬之。 

510804 呆帳 凡辦理保險業務應收債權所提列之呆帳屬之。 

510898 提存其他準備 凡不屬於以上提存之準備屬之。 

5130 其他業務成本 凡不屬於以上業務成本屬之。 

513001 學生公費及獎勵金 凡支付學生公費及獎助學金皆屬之。 

513002 休閒服務成本 凡提供休閒服務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屬之。 

513003 科技研究發展成本 凡補（捐）助機關團體、個人從事研究所發生之一切必要成本

屬之。 

513004 處分投資性不動產短絀 凡處分投資性不動產所產生之短絀屬之。 

513005 當期原始認列農產品之

短絀 

凡以農產品銷售為主要業務，自生物資產收成之農林漁牧等農

產品，以收成點之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所發生之短絀屬之。 

513098 雜項業務成本 凡不屬於以上之業務成本屬之。 

5140 行銷及業務費用 凡各項行銷及業務費用屬之。 

514001 行銷費用 凡行銷部門為促進產品銷售所發生之各項費用屬之。 

514002 業務費用 凡重要業務計畫或業務部門所發生或攤計之各項費用屬之。 

514003 耗水費費用 凡屬水利法所定水資源管理、再生水資源發展及節約用水推動

之支出屬之。 

5150 管理及總務費用 凡各項管理及總務費用屬之。 

515001 管理費用及總務費用 凡管理部門所發生或攤計之各項費用屬之。 

5160 研究發展及訓練費用 凡各項研究發展及訓練費用屬之。 

516001 研究發展費用 凡為研究發展新產品、改進技術、改善製造、節約能源、防制

污染及產品市場調查等有關費用屬之。 

516002 訓練費用 凡為推廣業務、加強管理及改進技術等有關訓練員工費用屬之。 

5198 其他業務費用 凡不屬於以上之業務費用屬之。 

519898 雜項業務費用 凡不屬於以上業務費用屬之。 

52 業務外費用 凡非直接因業務而發生之本期費用皆屬之。 

5201 財務費用 凡投資與融資之利息費用、投資短絀及兌換短絀等屬之。 

520101 利息費用 凡非以投資為主要業務，其舉借各種債務及金融負債所產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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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息屬之。 

520102 投資短絀 凡非以投資為主要業務，其投資金融資產、金融負債及採權益

法之投資等評價所認列之短絀（份額）、處分之短絀及減損短

絀等，應列入本期餘絀者屬之。 

520103 兌換短絀 凡外幣資產或負債因匯率變動實際兌換或評價之短絀屬之。 

5202 其他業務外費用 凡非正常業務之其他費用屬之。 

520201 財產交易短絀 凡出售、報廢或被徵收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投資性不動產、礦

產資源、生物資產及無形資產所發生之短絀屬之。 

520202 投資性不動產費用 凡非以從事出租投資性不動產為主要業務，為獲得出租投資性

不動產收入所發生之費用或短絀等屬之。 

520205 受託經營短絀 凡從事受託經營所認列之短絀屬之。 

520206 資產低估整理 凡帳載應付購料款低於實際價款轉正之金額屬之。 

520207 違約及處理費用 凡為處理契約爭議所發生之必要費用屬之。 

520208 舊有房（眷、營）舍處

理費 

凡處理舊有房舍、老舊眷村或營舍之土地、建築物所發生之一

切必要費用屬之。 

520209 監所其他業務費 凡監所收容人訓練、教學、飲食補助及獎勵等費用屬之。 

520214 當期原始認列農產品之

短絀 

凡非以農產品銷售為主要業務，自生物資產收成之農林漁牧等

農產品，以收成點之公允價值減出售成本所發生之短絀屬之。 

520298 雜項費用 凡不屬於以上之其他業務外費用屬之。 

61 業務賸餘（短絀） 凡業務收入減除業務成本與費用後之餘額，正數屬賸餘，負數

屬短絀。 

62 業務外賸餘（短絀） 凡本期業務外收入減除業務外支出後之餘額，正數屬賸餘，負

數屬短絀。 

63 本期賸餘（短絀） 凡本期收入減除支出後之餘額，正數屬賸餘，負數屬短絀。 

71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凡本期其他綜合餘絀屬之。 

7101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凡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餘絀、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避險

部分之避險餘絀、未實現重估增值及採用權益法認列之其他綜

合餘絀份額等屬之。 

710101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

現餘絀 

凡備供金融資產未實現之評價餘絀屬之。短絀時請以負值表示。 

710102 現金流量避險中屬有效

避險部分之避險餘絀 

凡金融資產現金流量有效避險部分產生之未實現持有餘絀屬

之。短絀時請以負值表示。 

710103 未實現重估增值 凡土地以外之資產依法令辦理重估增值之數，或土地依規定調

整而發生之增值扣除估計應付土地增值稅後之差額屬之。 

710104 採權益法認列之其他綜

合餘絀份額 

凡投資者按其所享有股權淨值之份額，以權益法認列之其他綜

合餘絀屬之。短絀時請以負值表示。 

註：第 1 級科目編號為 1 碼，第 2 級科目編號為 1 碼，第 3 級科目編號為 2 碼，第 4 級科目

編號為 2 碼。 


